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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艰巨。完善资助体系的措施包括: 增加资助方式、

于 20世纪 50年代, 在发展中国家于 60、 70年代获

加大资助力度; 倡导 “信用是金” 的观念; 引入信

得了空前大发展。

用机制、 推出信用贷款, 降低贷款 “门槛”, 延长还

然而, 教育的公平问题并未随着高等教育规模

贷周期; 同时完善政策法规, 以促使借贷人提高其
信用度, 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设立全国性 “救困助

的扩张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反而成为高等教育进
一步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使

学基金会”, 接受社会各界捐赠, 发行教育彩票并将

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健康的发展, 努力实现一种合
理而现实的公平,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筹集资金纳入其中; 加强勤工助学的组织工作, 给

在教育领域, 当人们讨论公平问题时, 常采用

学生提供更多的助学机会。

两类互补的方法。 第一类方法侧重探讨教育机会均
等问题。 一般以接受教育机会的均等、 教育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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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 也是至今仍
为人们视为 “迷宫” 的理论难题。 当教育的社会功
能被人们所认识的时候, 人们试图借助于教育来缩
小社会的不平等, 促进社会公平。 然而, 与教育的
社会功能相伴而生的, 是教育的公平问题。 教育公
平是公平概念的延伸和扩展, 是文明社会孜孜以求

平” 的要求时, 西部地区还只能是为争取在人口占
多数的地区普及 9年义务教育而努力。 如果站在西
部地区那些在普通教育阶段已处于不利地位的青年
的立场来看,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只能意味着他们
与发达地区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越来越
大。这个差距以及为缩小这个差距所有付出的努力,
远不是平均入学率所能准确反映出来的, 也远不象
平均数字那样令人乐观。 因此, 只有把一国之中接
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分布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结

的理想。 扩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被认为是实

合起来考虑, 才能对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公
平与否做出比较公允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来说, 高

现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双重目标的有效手段。 一方

等教育的公平并不一定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必然

面,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 是扩大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 另一

结果。
在教育领域讨论教育公平时使用的第二类方法

方面, 随着高等教育受教育者数量的增长, 教育在

则是根据一个人接受某一水平的教育的 “所得” 来

延续社会生命、 均等贫富两极分化、 促进个人心灵
与道德发展等社会平等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张扬。 因

分析教育公平, 它的侧重点是揭示谁支付了教育费
用以及谁从教育资助中获得了利益。 与第一类方法

此,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促进教育和社会公平成为

相比, 第二类方法不仅考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

各国的现实选择, 加上科学技术的革命、 经济发展

接受教育的机会, 而且还考察不同教育水平或不同

方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动对
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的增加, 高等教育在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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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背景的个体所获得的纯的公共教育资源的

大还突出表现在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扩大。 据国家统

比例。 在这种意义上, 它比第一种方法更深入了一

计局资料显示, 1998年年城镇居民 20% 的最高收入

步。

均年收入是 20% 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的 4. 5倍。

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 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应该
是一种成本递增的产业, 我国教育投入长期不足, 即

1999年扩招以来, 我国个别地区 (如广东、 上
海 ) 个别专业 (如表演、 装璜 ) 的学费已大大超过

使在教育规模不扩张的情况下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

普通老百姓所能承受的水平, 更不要说那些在上述

经费需求和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有限财力之间的矛

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了。 虽然国家

盾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 “瓶颈”, 随着 “大众
化” 进程中我国高校规模扩张, 这一差距将进一步

实施了配套的奖、 助、 贷学金制度, 但大量事实表
明, 这些制度的实施并不能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效果。

拉大。 解决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教育经费不足的问

况且在这些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公平的问

题, 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方法之一是提高学生缴纳的
学费的数额。 我国也于 1994年实行了招生并轨制,

题, 例如有限的助学金是否发放到那些真正需要资
助的学生身上? 奖学金是否真正奖励给那些成绩优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危机, 但同

秀却家境贫寒的学生?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 将

时也给教育公平带来了威胁。

给家境清寒的子弟带来教育上的双重不公平, 这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
平衡, 宏观区域上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

我们不希望见到的。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高等教育还是属于一

展的格局。 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

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 关键在于这特权是如何产生

推进系列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 客观上拉大了东
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

的?是基于能力差别还是经济原因等其他一些因素?
我们所关注的是来自学生个人能力以外的因素对高

距。 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东部城市与收入最

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也就是说因能力差别而带来的

低的西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4. 8: 1。其次,

教育不平等应该是合理公平的。 有些人认为应该为

在城乡收入差距上, 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
元社会经济结构, 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基本

所有的人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 但这种平等可能为
才智平庸者提供超出其能力所能利用的 太多的机

原因。另外, 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城

会, 或给才华出众者提供的机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

市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
别, 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上现行的户籍制

要。 这两种后果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有才能的人因
为经济的原因而不能拥有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 而

度等城乡壁垒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制约

才智平庸的人因为经济的原因得到了入学机会, 就

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据国家计委报告, 城镇

更不平等了。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已
由 1996年的 2. 27: 1扩大到 1999年的 2. 65: 1。 再

因此, 在考虑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及其在
政治、 民主方面的意义时, 不能忽视当前存在的高

次, 在职业地位如不同行业与不同所有制部门的收

等教育发展中的地区差异和经济差异。 一般意义上

入差别上, 也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 许多影响收入分

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统计, 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在

配的不合理成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止, 有些甚
至利用行业垄断的优势, 借用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

追求高等教育平等方面还有多少路要走, 这不是简
单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所能解决的问题, 尤其对初

惯性, 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在不同行业, 据

等教育尚未普及的部分地区的青年和经济上处于不

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调查表明, 最高收入行业如科技、
房地产、金融保险与最低收入行业如社会服务业、制

利地位的弱势群体而言,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不意
味着实现高等教育公平, 反而意味着是对那些因为

造业、采 掘业的收入比由 1990年的 1. 3: 1上升为

非个人能力因素而不得不处于教育不利地位人的更

1999年的 2. 6: 1; 在不同所有制部门, 1998年国有

大的不平等。 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长期政策是

经济单位职工收入比上年仅增长 2. 1% , 而其他经
济类别单位职工收入和个体经营者收入分别比上年

相违背的, 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

增长 15. 7% 和 11% 。 最后, 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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